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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旭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许志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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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2,224,344.34

103,801,820.27

-1.52%

1,548,488.24

2,846,553.10

-45.60%

1,476,520.14

431,375.36

242.28%

-21,405,444.85

-47,874,117.98

55.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0.64%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17,757,993.81

615,981,592.42

1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4,577,258.26

353,028,770.02

0.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1,177.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305.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23.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说明

1,738.23
71,968.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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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7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旭曦

境内自然人

27.43%

53,495,759

40,234,319 质押

张杰

境内自然人

12.48%

24,344,328

18,251,246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3,882,117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899,868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1,704,502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1,499,829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1,173,063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1,134,080

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1,099,450

刘彬彬

境内自然人

0.56%

1,091,176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医疗
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
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易同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数量
12,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林旭曦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13,261,440 人民币普通股

13,261,440

张杰

6,086,082 人民币普通股

6,086,082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82,117 人民币普通股

3,882,117

1,899,868 人民币普通股

1,899,868

1,704,502 人民币普通股

1,704,502

1,499,829 人民币普通股

1,499,829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73,063 人民币普通股

1,173,063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易同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134,080 人民币普通股

1,134,0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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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1,099,450 人民币普通股

1,099,450

刘彬彬

1,091,176 人民币普通股

1,091,1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杰和林旭曦为夫妻关系；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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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45.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比上年增加242.28%，主要是因为：2015年一季度补贴收入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55.29%，主要是因为：公司盘活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
率。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于2015年3月收购了深圳市微梦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相关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2、现成文化用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成文化”）拖欠本公司的子公司厦门安妮企业有限公司款项9151226.74
元，公司已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及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定现成文化及担保人偿还所欠款项及支付相应
的逾期还款利息；目前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3、公司子公司安妮（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5日出资25万美元参与设立国金天使投资基金（开曼），持有国金天
使投资基金（开曼）2.5%份额，相关设立手续已经完成。
4、公司子公司北京联移合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6日出资人民币510万元对深圳尚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增资，增资
后，公司持有深圳尚彩科技有限公司17%股权。相关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5、子公司西安安妮商务信息用纸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注销，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6、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将子公司杭州安妮纸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按2015年2月28日账面净资产价值123万元转让自然
人蔡兴尧，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杭州安妮股权。相关股权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7、公司于2015年3月2日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委托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
证券”）管理，并全额认购兴证资管鑫众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鑫众10号”）的次级份额，鑫众10号的份额
上限为 3,000 万份，主要投资范围为购买和持有安妮股份股票。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第一期持股计划已通过大宗交
易及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购买本公司股票300,000股，买入均价20.2198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5%。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履行
期限 情况

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均未生产、开
股改承诺

张杰、林旭曦

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及构成竞争或可能

2007 年 06

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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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公司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
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3、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
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
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
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
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
免同业竞争。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
向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公司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履行

月 14 日

2012 年-2014 年在公司盈利且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公司

诺
承诺是否及时

2015 年 02

自 2015 年 2 月 14 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前提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2012 年 08
月 05 日

6 个月

3年

严格
履行
严格
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0%

至

80.00%

884.40

至

1224.56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680.31
公司对原商务信息用纸业务整合基本完成，新业
务发展开始启动，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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